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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2019 年 3 月 19 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深化消防执法改革的意见》（以下
简称 《意见》）。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意
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 指出，深化消防执法
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授旗仪式上的重要训词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安全发展理

念，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决策
部署，推动消防执法理念、制度、
作风全方位深层次变革，打造清正
廉洁、作风优良、服务为民的消防执
法队伍，构建科学合理、规范高效、
公正公开的消防监督管理体系，增
强全社会火灾防控能力，确保消防
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意见》 明确，消防执法改革
要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从社
会反映强烈的消防执法突出问题抓
起，全面改革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从源头上堵塞制度漏洞、防范化解
风险；坚持简政放权、便民利企，
最大力度推行“证照分离”，坚决
破除消防监督管理中各种不合理门
槛和限制，提升服务质量；坚持放

管并重、宽进严管，把该放的权力
充分放给市场，做好简化审批和强
化监管有效衔接，加强和规范事中
事后监管，守住消防安全底线；坚
持公开透明、规范有序，健全执法
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执法程
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
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
提出了消防执法改革5个方面12项
主要任务。

在简政放权方面，取消和精简
3项消防审批。一是取消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资质许可，取消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检测、消防安全评估机构
资质许可制度，企业办理营业执照
后即可开展经营活动。二是简化公
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
安全检查，实行告知承诺管理，公

众聚集场所作出其符合消防安全标
准的承诺后即可投入使用、营业。
三是放宽消防产品市场准入限制，
将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中的 13 类
消防产品调整出目录，改为自愿性
认证，仅保留公共场所、住宅使用
的火灾报警产品、灭火器、避难逃
生产品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向社会
开放消防产品认证、检验市场，凡
是具备法定条件的认证、检验机
构，均可开展认证、检验工作。消
防部门制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从业
条件和服务标准、公众聚集场所消
防安全标准，引导加强行业自律、
规范从业行为，加强监督抽查，依
法惩处违法违规行为，对严重违法
违规的实行行业退出、永久禁入或
者责令停止使用、营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消防
执法改革的意见》

构建科学合理的消防监督管理体系

这是7月28日拍摄的合龙后的中老铁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随着最后一个合龙节段混凝土的浇筑，中老铁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28日成功合龙，实现全桥贯通，比计划工期提前7个月。
据负责中老铁路两座跨湄公河特大桥施工的中国中铁八局介绍，另一座跨湄公河特大桥——班纳汉湄公河特大桥工程目前正顺利推进，也计划于年

内完工。 （新华社发）

中老铁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中老铁路老挝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实现合龙实现合龙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28 日电
（记者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
28 日公布 《国家外汇管理局年报

（2018）》，首次披露了外汇储备
经营业绩、货币结构等数据，并
介绍了外汇储备投资理念、风险
管理、全球化经营平台等情况。

从 数 据 看 ， 2005 年 至 2014
年，我国外汇储备经营平均收益
率为 3.68%；在外汇储备货币结
构中，美元占比从 1995 年的 79%
下降至 2014 年的 58%，非美元货

币同期从 21%上升至 42%。外汇
储备货币结构日益分散，比全球
平 均 水 平 更 为 多 元 。根据 IMF
2018 年的统计，我国外汇储备规
模占全球外汇储备规模的近30%。

此外，我国黄金储备不断增
加。从2005年至2018年末，我国
黄金储备规模从 600 吨升至 1852
吨。目前，我国黄金储备规模位
居全球第六。我国已成为世界第
一大黄金生产国，同时也是黄金
消费大国。

我国首次披露
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等数据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近
几个月以来，包括柬埔寨、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内的多
个东南亚国家纷纷收紧对“洋垃
圾”的进口限制，先后多批次退回
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装有
废品的集装箱，用实际行动表态，
不愿充当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7月18日，柬埔寨政府在该国
西哈努克港截获了 83 个集装箱的
塑料废品，经查它们来自美国和加
拿大。柬政府环境部表示，必须让
这些废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同时要追究相关进口企业的责任。
首相洪森此前曾声明，柬埔寨不允
许进口任何类型的废品进行再加工
处理。

5月31日，经过菲律宾数年的
交涉及抗议，69 个装载着垃圾的
集装箱终于被运出菲北部苏比克湾
自由港，驶向其源头地加拿大。为
了让这批垃圾“物归原主”，菲律
宾政府可谓费尽周折，甚至不惜与

加拿大方面打“外交战”，曾因为
此事召回包括大使在内的多名菲驻
加拿大外交官。

今年 5 月，马来西亚宣布把
450 吨进口垃圾送回加拿大、日
本、美国等地。马来西亚能源、科
技、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表
示，马来西亚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
视其塑料废品处理方式，停止把这
些垃圾运往发展中国家。

她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很
虚伪，表面上声称自己国家的垃圾
回收再利用率很高，但实际上偷偷
运往发展中国家的这部分虽被计算
为回收再利用，但最终究竟如何处
理、处理方式是否环保并未被纳入
考量。

“在垃圾回收处理问题上，（发
达国家） 在国内对纳税人含糊其
词，对外则把垃圾倾倒在我们国
家，这既不公平也不文明。”杨美
盈对记者说。

东南亚国家中，印尼、泰国

等 国 也 纷 纷 对 “ 洋 垃 圾 ” 说
“不”。印尼环境保护联盟负责人
普普特·普特拉说，印尼政府已
决定把 5 个集装箱垃圾退回到美
国，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普特
拉呼吁政府立场坚定地抵制“洋
垃圾”，并严惩那些参与垃圾进口
的公司或组织。

一些饱受诟病的发达国家在
垃圾处理问题上总爱“甩锅”，把
自 家 产 生 的 废 弃 物 运 往 别 国 处
理。这当中有多重原因，一个重
要因素是发达国家垃圾产生量巨
大，人均垃圾产生量远远高于发
展中国家。

全球风险与战略评估公司维里
斯克-梅普尔克罗夫特本月公布的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口约占
世界的 4%，其城市固体垃圾产生
总量却占全球的 12%。相较之下，
中 国 和 印 度 总 人 口 约 占 世 界 的
36%，而两国产生的城市固体垃圾
总量只占全球约27%。

其次，出于处理成本、环境压
力等因素考虑，一些发达国家也更
倾向于将本国产生的垃圾出口到发
展中国家，而不是在本国处理。然
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普遍提
高，这种做法正变得行不通，多个
东南亚国家拒绝来自发达国家垃圾
的做法印证了这一点。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强
硬立场，使得发达国家转移垃圾
的自私行为不断受到遏制。实际
上，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国际
社会就制定了以保护发展中国家
环 境 利 益 为 宗 旨 的 《巴 塞 尔 公
约》。公约充分确认，各国有权禁
止外国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入
本国领土。

今年 5月修订后的 《巴塞尔公
约》把塑料垃圾这类重要污染物也
纳入进出口限制对象，这就意味着
发达国家“偷偷”向发展中国家出
口塑料垃圾转嫁污染的做法将难以
得逞。

东南亚拒做发达国家“垃圾场”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 高敬

热！近日我国中东部地区持续
遭遇高温天气。28 日中午，一些地
方气温突破40℃。中央气象台27日
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至
28日晚间，橙色预警仍在持续。

好消息是，北方地区 28 日夜
间开始的一场大范围降雨将暂时

“扑灭”高温火气，但南方地区的

高温还将持续三四天，之后高温范
围逐渐缩小、强度减弱。

中央气象台预计，四川盆地至
北方地区将有较强降水过程，但黄
淮及其以南地区仍有持续高温天气。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
介绍，这轮高温天气特点是高温范
围特别大，北方和南方连成一片，
有的地方高温天气已经持续一周左
右。前期，南北方的高温地区相对
比较分散，北方一些地方不是每天

都高温，有时会缓和一两天。但最
近两三天，高温范围明显扩大。从
27 日开始，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
区开启“烧烤模式”，20多个省份
出现高温天气。

他介绍，这轮高温天气中，一
些地区局部高温相对较强，山西、
重 庆 、 湖 北 西 北 部 等 地 出 现 了
40℃以上的高温。28 日中午，山
西省新绛县温度达到42.4℃。

专家指出，由于空气湿度较

大，且夜间温度较高，加上高温持
续时间较长，人们的体感温度会更
觉得闷热难受。

近期为何出现大面积高温天
气？

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首席
高辉告诉记者，我国天气受西北太平
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明显。在副热带
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有强烈的下沉辐
散，使得低层水汽难以成云致雨，造
成晴空万里的稳定天气，时间久了就
可能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干旱。

何立富说，最近一周副热带高
压逐渐加强、北抬，且整体势力范
围较大，控制我国中东部地区。同
时，近期中纬度地区有一个高压
脊，控制华北一带。这两个因素叠
加，导致了中东部出现这一轮最大
范围的高温天气。

北方高温天气即将缓解

南方“烧烤模式”仍继续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
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相
关方面获悉，中美两国元首大阪
会晤后，已有数百万吨美国大豆
装船运往中国，同时美方宣布对
110 项中国输美工业品豁免加征
关税，并表示愿意推动美国企业
为相关中国企业继续供货，这显
示了双方落实大阪会晤共识的意
愿。

7 月 19 日以来，一些中国企
业就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
肉、高粱等农产品向美国供货商
进行了询价。根据市场条件，目
前已有一批农产品采购成交。有

关企业已申请排除对这部分自美
进口农产品加征的关税，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将按程序办理。

下一步，中国有关企业还将
根据国内市场需要，遵循市场化
原则，继续就采购美国大豆、棉
花、猪肉、高粱、小麦、玉米、
乳制品等农产品展开询价。只要
美国农产品价格合理、品质优
良，预计还会有新的农产品采购
成交。

中国有关部门表示，美方应
该采取具体措施落实美方有关承
诺，为双方经贸合作营造有利条
件。

近期中国企业
采购美国农产品取得进展

新华社香港7月28日电（记
者周文其） 27 日部分人士在元朗
地区进行非法游行集会，有示威
者蓄意破坏社会安宁，挑战法
律。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对此表
示强烈谴责。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政府
对于在警方发出禁止公众集会及
反对公众游行通知的情况下，有
市民仍在元朗游行和集会深表遗
憾。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游行
后部分激进示威者暴力冲击警方
防线、破坏警车及堵塞街道。政

府对于示威者蓄意破坏社会安
宁，挑战法律，予以强烈谴责。
警方会严肃跟进参与暴力行动的
示威者。

香港警方介绍，在驱散非法
示威者的行动中，拘捕了 11名男
子，年龄在18岁至68岁之间，涉
嫌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及
袭警等。

香港警方表示，谴责暴力示
威者破坏法纪的行为，并强调会
对所有非法及暴力行为进行调
查。警方有能力及决心维护社会
安宁，绝不姑息任何暴力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
强烈谴责元朗非法游行
警方拘捕11人

新华社台北7月28日电（记
者何自力 王爱华 石龙洪） 中
国国民党第 20 届全代会第 3 次会
议 28日通过提名，高雄市市长韩
国瑜成为该党 2020年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参选人。

本次全代会以“革新团结、
重返执政”为主题。国民党党主
席吴敦义和韩国瑜在会上均强调

“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两
岸关系”。

7 月 15 日，国民党公布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
民调结果：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以
平均支持率 44.805%从 5名参选人
中胜出。

7 月 17 日 ， 吴 敦 义 正 式 宣
布，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核备提名
韩国瑜为该党 2020年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参选人。

2020 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
将于1月举行。

韩国瑜成为中国国民党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几位乌英苗寨妇女合力扛木
头，准备修建新木楼 （7 月 2 日
摄）。

乌英苗寨位于黔桂交界的大
苗山深处，共有 140 户 600 多人，
其中 100 户属广西柳州市融水苗
族自治县杆洞乡党鸠村，40 户属
贵州省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南
岑村。这里地处偏远，山多地
少，目前寨子里还有 59 户贫困

户。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不断

推进，乌英苗寨一些公共基础设
施陆续开工。由于大部分青壮年
在外务工，留守家园的妇女成为
重要劳动力。她们修河堤、建芦
笙坪、参与产业发展，用勤劳的
双手，撑起大苗山脱贫攻坚战场
的“半边天”。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大苗山脱贫攻坚战场

“娘子军”撑起“半边天”


